
武松故里阳谷+东阿影视城
至尊豪华2日游，夫妻同行仅需99元

猴开心国际旅行社为答谢新老顾客

支持，特别推出一班至尊豪华2天1晚
(4月12日-13日)养生游，参观名扬四海

的阳谷狮子楼景区；走进《水浒》经典故

事场景之中，欣赏幽默风趣的潘金莲、

西门庆、武大郎舞台剧表演，再现千年

传奇的宋代古城；玩转中国4A级影视基

地——— 东阿影视城，走进白七爷的“大

宅门”，让当年大宅门实景再现；上药王

山摸寿桃，给家人和自己祈福；和小毛

驴“约会”，看最帅的黑驴王子。吃鲜靓

的枣、品营养丰盛的阿胶宴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等您来参加。全车每天消

毒，配备额温枪、酒精等用品。

本次活动详情如下：
1 .凡55岁以上夫妻均可报名，2天1晚

每对夫妻仅收取99元的来回豪华大巴包车
费用，仅限30人，额满为止。

2 .郑重说明：全程零自费景点，含准四
星高档住宿，含高标准特色餐，无任何强制
消费。

发车时间：4月12日(星期一)

报名电话：0531-88676215
报名地点：历下区历山路173号历山名

郡B座503室(中国光大银行楼上)可乘B48路
在历山路文化东路下车或K75、K94、B103、
K110、K123、B18、在文化西路东口下车或
BRT2、BRT3、B79、在文化东路西口下车南
行200米路西即到。

报名即送品牌拉杆车一个，每人每天一个防护口罩

郓城老教师王亚明：收藏万余份老报纸传播红色文化
郓城县随官屯镇王官屯村退休教师王

亚明的家中，收藏着不同年代的老报纸。其
中，有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毛泽东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总司令阅
兵等重大历史事件的1949年10月1日出版
的《人民日报》；有登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
星发射成功》的1970年4月26日的《人民日
报》；有发表邓小平南方考察的文章《东方
风来满眼春》的1992年的《深圳特区报》；
有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2006
年4月24日的《人民日报》……

一张张泛黄的老报纸记录着一段段历
史，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收藏报纸成为传播
红色文化的载体。

今年63岁的王亚明自幼受家庭影响，对
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王亚明说：“1947
年，咱们鲁西南解放，当时我父亲14岁，才能
去上学，是共产党让我父亲识字学文化，能够

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取了曹县师范。是党的
好政策影响了我家两代人的人生轨迹，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我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收藏报
纸也是传播红色文化的初衷。”

王亚明收藏的报纸分为“大国外交”
“红船精神”“七一党建”“开国大典”“改革
开放”等41个大专题及70个小专题，共收
藏报纸1万余份。为了搞好收藏，他订阅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与废品收购人
建立联系以及通过网络进行收集。为了做
好“改革开放”的专题，能够找到一张《东方
风来满眼春》的《深圳特区报》，他费尽周折
花费了6000多元才到手。

王亚明说，今后要继续做好报纸收藏，
丰富其内涵，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
年之际，能够举办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我
们党的百年奋斗史。（通讯员 赵考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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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打辆绿牌出租车竟被打趣“真有钱”
市民质疑济南新能源出租车价格高，相关部门称与运行成本高有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戚云雷 程凌润

平时坐出租车不到30元
打辆新能源花了50元

据了解，济南推广新能源出租车始于
《济南市加强污染源头防治推进“四减四
增”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根据
行动方案“促进交通用能清洁化”的工作部
署，济南市要大力推广新能源、天然气等节
能环保运输工具，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
的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
用新能源汽车或清洁能源汽车比例达到
80%。

自2018年年底开始，济南市陆续更换
新能源出租车。“最近一年来，我感觉大街
上的新能源出租车越来越多了，通过滴滴
打车软件叫车很容易就能‘中奖’。”济南市
民王先生说，新能源出租车的起步价要比
普通出租车高3元，而且每公里的费用和回
空费都比较高。

“首先是颜色上不一样，普通出租车是
薄荷绿，新能源出租车则不是；其次是车牌
号不一样，普通出租车是鲁AT开头，而新
能源出租车是鲁AF开头。”王先生说，他现
在已经总结出来分辨两款出租车的方法，
有时候通过打车软件叫到“鲁AF”开头的
出租车就会取消订单。

“如果不堵车的话，普通出租车只需要
22元，而新能源出租车则要28 . 5元，价格贵
了接近30%。”家住济南市万科城的李女士
吐槽道，她距单位只有8 . 6公里左右，但是
新能源出租车的价格高出不少。

同样距离不超过 10公里，市民石先
生深夜乘坐新能源出租车被朋友打趣“真
有钱”。“我从家到舜华路派出所附近，平
时打车也就是二十七八块钱，可是那天晚
上打了一辆新能源出租车，却花了 50块
钱。”

运价高而订单减少
司机收入比以前低了

在市民吐槽运费偏高的时候，新能源
出租车正在迅速推广，逐渐从街头的“新面
孔”变成了“熟面孔”。据媒体今年2月份的
报道，截至目前，济南市主城区有出租车
8600多辆，其中新能源出租车有2800多辆，
新能源出租车占比三成多。

“我们公司一共有400多辆出租车，现在
已经更新了近一半。”山东通达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的徐经理说，按照济南市的政策要求，他
们今年还有100辆要更换为新能源出租车。

徐经理称，在网约车的冲击下，传统出
租车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司机的业务
量要比以往下降25%左右，收入比以往下

降了不少。“不过，3月份的数据还不错，司
机们的收入能达到旺季时的70%至80%。”
徐经理说，他们现在盼着更换新能源出租
车给予一定的政策补贴。

姜师傅是山东通达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出
租车司机，他于2020年6月份更换了一辆比亚
迪秦新能源出租车。姜师傅算了一笔账，新能
源出租车的份子钱每个月要比普通出租车高
出500多块钱，但是每个月的电费要比使用天
然气便宜1500元左右。虽然成本降低了，他却
一度因为安装充电桩犯难，而且如今每天的
订单要比之前少四五个。“订单少了有很多因
素，网约车的冲击、疫情的影响，更换新能源
出租车只是原因之一。”

更换新能源出租车的过程中，有的出
租车司机选择了离开。“上个月我把车交出
去了，也不想换新能源出租车了。”张师傅
已经从业十余年，见证了整个行业的“兴
衰”。他说，“‘辉煌’的时候，一个月净赚五
六千元，后来交完份子钱只剩下 2000块
钱……付出跟收入不成正比，我只能选择
离开，现在做一个技术活。”

对于新能源出租车的未来，徐经理有
着自己的担忧。“电池是大问题，之前说是
续航里程能达到350公里，但是冬天的时候
只能跑到200公里。”徐经理说，他现在很担
心新能源出租车电池逃不脱三年后续航里
程大幅降低的“魔咒”。

换组电池6万元左右
运行6到8年就得换

2019年10月，济南市发改委和济南市
交通运输局就下发《关于我市新增新能源
巡游客运出租汽车运价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通知明确，自当年11月1日起，济南市
新能源出租车将执行起租运价三公里12
元，车公里运价2 . 20元/公里的基础运价标
准。相比之下，普通出租车的起租运价只有
3公里9元，3公里外每公里1 . 50元。

同时，济南市新能源出租车的回空费则
按阶梯计费的方式收取，6公里(不含6公里)
至20公里(含20公里)部分加收50%车公里运
价，20公里(不含20公里)至35公里(含35公
里)部分加收100%车公里运价，35公里(不含
35公里)以上部分加收125%车公里运价。

据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介
绍，济南市新能源出租车的运价定价主要考
虑基于运行成本考量。“普通的燃油出租车，
购买价格大约6万元一辆，而新能源出租车就
比较贵了。当时他们测算发现，纯电动出租车
需要十七八万元，而油电混动的新能源出租
车更贵一些，需要20万元左右。”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电池的费
用，和普通车不一样，私家车用车相对会省
一点，新能源出租车换电池的费用，换一组
电池当时测算是6万元左右，运行6年到8年
肯定就要换一次。”该工作人员表示，再加
上运行时间和承包费用等因素，济南市新
能源汽车运价相对较高。

业内人士分析称，新能源空车费相对
较高与济南城市东西狭长、南北窄短的城
市格局有关。对此，有网友质疑道，普通出
租车面临同样问题，为啥空车费没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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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不少城市为
鼓励新能源出租车发
展，推出了大力度的补
贴政策。如郑州2020年
年底前将出租车换为
新能源车的，可享受 3
万元补贴；成都对减少
城市汽车尾气排放、改
善城市大气环境做出贡
献的出租车经营企业和
个体经营者，给予“绿色
减排补贴”。其中，巡游
出租车4 . 2万元/辆、网
约出租车 1 . 2 5 万元 /
辆……

而在巨额补贴下，
这些城市的新能源出
租车运行价格就不是
那么贵了。

“我们当时做定价
时也参考了各地的政
策，但有一个情况是，济
南市推新能源出租车的
时候，国家新出了政策，
不允许补贴了。”济南市
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拿钱补贴来降低运
营成本、降低运价，从宏
观政策上是不鼓励、不
允许了。

在运营成本大幅提
高，而又没有补贴进入
的情况下，如何消化新
能源出租车多出的部分
成本，保障两万多名出
租车驾驶员群体的稳定
以及整个出租车行业的
发展，也是济南市发改
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该工作人员称，目
前济南市的出租车有两种业态，一种是
普通的巡游车，还有一种是网约车，两种
业态在相互融合。一般来说，网约车价格
和普通出租车价格相当，但礼宾车和巡
游车价格差不多。“只能说把市场环境营
造好，让大家能自由选择，能选择网约

（礼宾车）车，也能选择咱新能源出租车。
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这个工作。”

有消息称，随着新能源出租车的各
种补贴、政策的跟进，济南或将重新核定
新能源出租车运价。对此，该工作人员表
示，出租车运价关系民生，他们也一直关
注这方面，看有没有再调整的空间，一直
在开座谈会，邀请出租车司机、行业协
会、交通局等研究此事，但具体还得看政
策风向。

“第一看补贴政策能不能有，国家下
一步会不会改变，还有车价的事儿，2019
年车价比较高，现在车价降了点，假如成
本大幅降低了，我感觉就有必要启动运
价的重新核定了。”该工作人员说。

“在济南，打一
辆新能源出租车，
就等于来到了一线
城市。”4月7日，济
南网友魏先生发文
质疑济南新能源出
租车价格偏高引发
关注。最近两年，济
南街头的新能源出
租车逐渐多了起
来，虽然它既舒适
又环保，但因价格
较高却屡遭吐槽。7
日，济南市发改委
相关工作人员做出
回应，他们一直在
开座谈会研究此
事，是否重新定价
要看政策风向。

葛延伸阅读

如今在济南街头，这种挂绿牌的新能源出租车越来越多了。(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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